主辦：
社團法人國際美容家總聯合會

主管：
國際美容藝術大賽組織委員會、國際美容藝術文化組織委員會
韓國台灣教育中心、DS 康復研究會、韓國傳統髮型協會
社團法人韓國地區經濟協會、蒙古韓國經濟支援協議會、
高雄市女子燙髮職業工會、國際模特協會、韓國美容經紀人聯合會
高雄市新娘秘書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美容彩妝造型協會

評審委員：
特邀：評審委員委任牌、委任狀

參賽對象：
社會組：社會一般人
學生組：大學生（專科大學、職業專業學校）、高中生

申請截止：
截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

贊助機構/媒體：
亞洲新聞 TV 、遠東經濟新聞香港衛視、香港衛視、
（株）steeland,（株）

集團、
（株）

happysonic、每日經濟、博覽新聞、青少年媒體放送局 、醫保雜誌 、臺灣宏觀衛視、教育
新聞、國際美容新聞、韓日文化健康新聞國際健康新聞、新聞聯合、美容週刊、
（株）演藝教
育放送、皮膚美容新聞、美容新聞、假日週刊、新聞 24、兒童財團、K-美容時尚綠色雨傘、
兒童基金會、體育朝鮮、台湾新北女子美容同業公會、台灣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高雄市新
娘秘書發展協會、高苑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遠東科技大學、中華民國彩妝造型協會、樹德
家事商業高級職業學校、明新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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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參加時間】
2019 年 10 月 09 日~10 月 13 日
【參加對象】
1、學生組：大學生組、職業高中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2、社會組：社會人士組（無年齡、學歷限制）

【國際組獎勵資訊】
1、國際美容貢獻獎乙名：獎牌、獎盃一座、證書
2、三冠王獎乙名：獎牌、獎盃一座、證書
3、特獎乙名（大獎賽獎、大獎、最優秀獎）：最高金獎 獎盃一座、獎牌、證書
4、金獎：獎盃一座，獎牌、獎狀一幀
5、銀牌、銅牌、藝術獎、技術獎：獎牌、獎狀一幀

【報名資訊】
1. 學生組（國、高中生、大學生）：團費新臺幣 24,000 元整
（以上報價不包含：機票、保險；含：韓國五日之交通、住宿、餐費、比賽報名費）
※選手每額外增加一個項目，加收報名費新臺幣 3,000 元整。
2. 社會組：新臺幣 25,000 元整，申請評審委員費用新臺幣 5,000 元整
因特殊原因行程減少，1 日折抵新臺幣 2,000 元整。
3. 隨團人員，不參賽者團費新臺幣 20,000 元整。不接受自由跟團團員。
4. 統一採取 email 報名方式，僅接受原簡章 WORD 格式報名表電子檔案（請張貼照片、確
認參賽項目與個人資料是否填寫正確），個人資料填寫錯誤導致證書有誤者，請洽主辦發
證單位確認。
5. email 報名完成後，將以 email 通知繳費金額，確認無誤後，請於 3 天（通知起隔天起算）
完成繳費；如逾時未繳，將取消報名資格。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止，逾期不受理。

【報名資訊】
明新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聯絡人：張沛然 先生
聯絡電話：03-559-3142#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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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信箱：eec@must.edu.tw

【銀行信息】
匯款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銀行代號：050
帳號：320－120－543－34
戶名：明新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評審委員注意事項】
1、請在評分表上記載評審委員的欄位，並確實核對姓名並簽章。
2、評分方式請嚴格遵守評分標準，並維護大賽進行之秩序。
3、評分表請勿出現修改痕跡，需慎重記載，不得已需更正時，需獲評審委員長之確認。
4、評審委員自入場起，不得接觸選手及模特兒，並禁止與第三者的一切接觸。
5、評審委員於評分過程中，不得與其他評審委員進行商議或討論。
6、本大賽以公平正直為比賽原則，不得發生以私人交情關照特定選手等有失名譽情事，所有
評審委員請務必盡全力完成評審工作。

※評審委員服裝：穿著黑色正式服裝（男士黑色西裝；女士黑色套裝）
【選手共同事項】
1、每項目統一評審標準，選手入場結束準備事項後，便依指示開始進行比賽。
2、比賽進行時，請嚴守比賽規定與秩序，若有違規情事，將視情節予以扣分。
3、如對評判過程有所疑問，選手有權於現場即時舉報。

※選手服裝：由主辦方提供上衣，選手請自備白色鞋子、褲子、白色 T-Shirt 與
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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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競技項目一覽表
專業範疇

分組

競技項目

剪髮

A01 一般基礎剪髮
A02 時尚創意剪髮

捲髮

B01 捲髮技術

燙髮

C01 標準冷燙
C02 創意冷燙

盤髮 （包頭） D01 創意盤髮設計（韓國傳統服飾、宴會、新娘盤髮）
美髮類
染髮
傳統髮型

F01 宮廷古典髮型設計
F02 創意古典髮型設計

特殊髮型

G01 時尚接髮設計
G02 特別髮型設計

假髮

H01 創意假髮設計（ Styling、Pattern ）

臉部

I01 臉部皮膚美容
I02 臉部淋巴按摩

皮膚類
全身

健康管理
健康類

彩妝類

E01 創意染髮設計

J01 背部護理（沙龍）
J02 足部護理
J03 刮痧療法
J04 脫毛技法（小腿前部兩條腿/腋下）
K01 體型管理
K02 體育泰式按摩
K03 足底按摩

頭皮管理

L01 頭皮管理

理療

M01 芳香療法
M02 壇熱療法

一般

N01 新娘彩妝設計
N02 時尚彩妝設計
N03 整體造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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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
美甲基礎

美甲技術
美甲&腳趾類

美甲藝術

O01 夢幻彩妝
O02 特殊裝扮化妝
O03 人體彩繪
P01 指甲護理
Q01 Natural tip overlay 自然接甲
Q02 Won ton sculpture 一般美甲
Q03 Silk extension 絲綢美甲
Q04 French sculpture 法式水晶美甲
Q05 UV gel french sculpture UV 光療美甲
Q06 平面藝術美甲
Q07 夢幻藝術美甲
Q08 沙龍藝術美甲
Q09 M&M 2D,3D（作品提交）

腳趾甲基礎

P02 腳趾甲顏色護理

腳趾甲藝術

Q10 腳趾甲平面藝術
Q11 腳趾甲沙龍藝術
Q12 腳趾甲 stone 藝術
Q13 腳趾甲夢幻藝術

睫毛

R01 睫毛延長技法
R02 睫毛創意設計
R03 湯睫毛

半永久化妝

眉毛

S01 髮際線
S02 混合紋繡
S03 手工紋繡
S04 機器紋繡

紋身

身體

T01 real 紋身
T02 skin art 彩繪（臨時紋身）

睫毛類

靜態組

美髮，美甲，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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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美容界的朋友，大家好！
在這個萬物復甦，滿園春色的春季，「2019 年大韓民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又將再一次地展開，全亞洲美容人將再度歡聚於 10 月的「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
在此，先對參加秋季美容藝術大賽的各界同好，表示誠摯的感謝，在美好的秋
天大家共襄盛舉，讓敝會深感無限榮光，這份榮耀是由大家一同努力得來的，
因此也希望能與大家一同分享。
本次「2019 年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所有的競技項目以公正、公平、公
開的競技規則，真正體現公平競爭的競技真諦。
本次大賽，我保證以高水準的裁判團，以公正的審查態度，嚴格按照參賽
人員真實成績，授予各位參賽者達人獎金及獎學金。
本次大賽的落幕，並不代表競賽的結束。希望讓美容產業的各種技術，通
過此次大賽發揮宣導作用。在國際化的時代，誠盼每個人都可擁有邁向世界的
技術，走向世界成為職場達人。
本次大會將為 21 世紀年輕的美容人，提供美容職業國際化的平臺，與世界
各地的美容人，共用美容界的資源與舞臺。
希望本次大賽的演示，可以成為美容技術的藝術殿堂，一起為更進一步提
高美容人的地位而努力。
此次盛會，讓我們美容人共同努力，把自身的技術實力展現出來，走向世
界。於此同時，把盛會舉辦成展現美麗的美容藝術殿堂。
全世界的美容盛會，「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將以公平公正的裁判制度為原
則，發掘美容領域的優秀人才，我將為此次盛會，成為美容界的模範賽事而努
力。
本賽事不僅是要把優秀的美容實力展現給世界，更重要的是，在就業形勢
嚴峻的現實情況下，希望此次盛會可以成為招賢納士的重要場所。
希望參賽的每位選手都能取得好的成績，發揮國際化時代走向世界的實力。
同時感謝堅持公正原則的評審委員，為此次大會公正公平所付出的無限辛勞。
還有為此次盛會辛苦奔走的籌備委員及相關的組織委員們，本人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謝，並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韓國國際美容家聯合會中央會 總會長 黃英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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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參加申請書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止，逾期不受理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請寫正楷）

二吋照片一張
（勿用生活照）

（行動）
（日）

聯絡電話

（含區碼）
（西元出生年月日）

生日
電子信箱
學校名稱（或單位名稱）
推薦人（指導老師）

電話
□ 學生組（大學生組、職業高中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參加組別
□ 社會組（社會人士）（□是，我要申請評審委員）
1. 學生組（國、高中生、大學生）
：團費新臺幣 24,000 元整
2. 社會組：新臺幣 25,000 元整，申請評審委員費用新臺幣 5,000 元整
※以上報價不包含：機票、保險；含：韓國五日之交通、住宿、餐費、比賽報名費）
※選手每額外增加一個項目，加收報名費新臺幣 3,000 元整。
※因特殊原因行程減少，1 日折抵新臺幣 2,000 元整。

□剪髮
□捲髮
□燙髮
□美髮類

□皮膚類

□健康類

□A01 一般基礎剪髮
□A02 時尚創意剪髮
□B01 捲髮技術
□C01 標準冷燙
□C02 創意冷燙
□D01 創意盤髮設計

□盤髮 （包頭） （韓國傳統服飾、宴會、新娘盤髮）
□染髮
□E01 創意染髮設計
□F01 宮廷古典髮型設計
□傳統髮型
□F02 創意古典髮型設計
□G01 時尚接髮設計
□特殊髮型
□G02 特別髮型設計
□假髮
□H01 創意假髮設計（Styling、Pattern）
□I01 臉部皮膚美容
□臉部
□I02 臉部淋巴按摩
□J01 背部護理（沙龍）
□J02 足部護理
□全身
□J03 刮痧療法
□J04 脫毛技法（小腿前部兩條腿/腋下）
□K01 體型管理
□健康管理
□K02 體育泰式按摩
□K03 足底按摩
□頭皮管理
□L01 頭皮管理
□理療
□M01 芳香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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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彩妝類
□特殊
□美甲基礎
□美甲技術

□美甲&腳趾類

□美甲藝術
□腳趾甲基礎
□腳趾甲藝術

□睫毛類

□睫毛

□半永久化妝

□眉毛

□紋身
□靜態組

□身體

共計申請

□M02 壇熱療法
□N01 新娘彩妝設計
□N02 時尚彩妝設計
□N03 整體造型設計
□O01 夢幻彩妝
□O02 特殊裝扮化妝
□O03 人體彩繪
□Q01 Natural tip overlay 自然接甲
□Q02 Won ton sculpture 一般美甲
□Q03 Silk extension 絲綢美甲
□Q04 French sculpture 法式水晶美甲
□Q05 UV gel french sculpture UV 光療美甲
□Q06 平面藝術美甲
□Q07 夢幻藝術美甲
□Q08 沙龍藝術美甲
□Q09 M&M 2D,3D（作品提交）
□P02 腳趾甲顏色護理
□Q10 腳趾甲平面藝術
□Q11 腳趾甲沙龍藝術
□Q12 腳趾甲 stone 藝術
□Q13 腳趾甲夢幻藝術
□Q01 Natural tip overlay 自然接甲
□R01 睫毛延長技法
□R02 睫毛創意設計
□R03 燙睫毛
□S01 髮際線
□S02 混合紋繡
□S03 手工紋繡
□S04 機器紋繡
□T01 real 紋身
□T02 skin art 彩繪（臨時紋身）
□美髮，美甲，睫毛

項目，加收報名費新臺幣

元整，報名費共計新臺幣

匯款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銀行代號：050
帳號：320－120－543－34
戶名：明新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元整

明新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聯絡人：張沛然 先生
聯絡電話：03-559-3142#2637
聯絡信箱：eec@must.edu.tw

統一採取 email 報名方式，僅接受原簡章 WORD 格式報名表電子檔案（請張貼照片、確認參賽項目
與個人資料是否填寫正確），個人資料填寫錯誤導致證書有誤者，請洽主辦發證單位確認。
※ email 報名完成後，將以 email 通知繳費金額，確認無誤後，請於 3 天（通知起隔天起算）完成
繳費；如逾時未繳，將取消報名資格。
參賽選手簽名：

年

10

月

日

大賽評審委員指南
一、評審委員申請資格：
1、相關領域具碩、博士學位或該領域的資深工作者。
2、任職於大專院校之教師或業界相關領域之在職教師。
3、相關領域的產業從事者，可以勝任並履行評審委員職務者。
4、大學畢業或具同等學力，從事美容美髮相關工作五年以上者。
5、具本大賽參與經驗，由大會本部或評審委員推薦，足以履行評審委員職責者。
6、每位評審委員申請者，須指導 6 位以上選手參與本次賽事活動。

二、評審委員申請及選定
1.依據附件填寫表格及簡歷，統一採取 email 報名方式，僅接受原簡章 WORD 格式報名表電子
檔案（請張貼照片、確認參賽項目與個人資料是否填寫正確）
，個人資料填寫錯誤導致證書
有誤者，請洽主辦發證單位確認。
2.【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5 日止，逾期不受理。

評審委員注意事項
1、請在評分表上記載評審委員的欄位，並確實核對姓名並簽章。
2、評分方式請嚴格遵守評分標準，並維護大賽進行之秩序。
3、評分表請勿出現修改痕跡，需慎重記載，不得己需更正時，需獲評審委員長之確認。
4、評審委員自入場起，不得接觸選手及模特兒，並禁止與第三者的一切接觸。
5、評審委員於評分過程中，不得與其他評審委員進行商議或討論。
6、本大賽以公平正直為比賽原則，不得發生以私人交情關照特定選手等有失名譽情事，所有
評審委員請務必盡全力完成評審工作。
7、大賽規定評審委員服裝，如服裝不符合要求無法評審之後果請自擔。

※評審委員服裝：穿著黑色正式服裝（男士黑色西裝；女士黑色套裝）
選手共同事項
1、每項目統一評審標準，選手入場結束準備事項後，便依指示開始進行比賽。
2、比賽進行時，請嚴守比賽規定與秩序，若有違規情事，將視情節予以扣分。
3、如對評判過程有所疑問，選手有權於現場即時舉報。

※選手服裝：由主辦方提供上衣，選手請自備白色鞋子、褲子、白色 T-Shirt
與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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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組別

□ 學生組（大學生組、職業高中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 社會組（社會人士）

姓名

競賽項目

浮貼 2 吋照片
護照號碼

公司或學校名稱

地址

本人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推薦人

，申請擔任 2019 年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競技

項目審查委員資格，並承諾於賽事進行期間，秉持公正客觀的評判精神，為本次大賽朝
向國際美容專業賽事而努力，謹以此書，以茲保證。
簽章

2 0 1 9

年

月
12

日

